
   
 

《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标准 

课程代码：                   建议课时数：92     学分：6 

适用专业：计算机网络技术 

先修课程：数学、物理 

后续课程：计算机组装与维修、高级语言、网络布线与工程 

一、前言 

1．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江苏省五年制高职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平台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要会分析计算简单直流电路的电压、电流、电位、

电阻、功率等参数，知道交流电路的表达方式、了解交流电路的常用计算方法，

了解变压器、电机及其控制常识， 理解常用二极管的特性及应用，了解三极管

的结构及特性，理解放大电路的静态分析，了解集成运放的特性，会计算简单线

性运算放大电路，掌握基本门电路及应用。通过装配、调试整机学会手工焊接技

术，能正确使用万用表、示波器等仪器仪表。 

2.设计思路 

本课程涉及电工基础、电子线路、电机与控制等学科知识，根据计算机网络

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在体系上扩大直流电路、数字电路的学时比例，以

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扎实基础。考虑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对于不同的学习模块，

应采用针对性的教学方法，直流电路重在理论计算应增加练习；电子单元电路重

在理解功能及原理，应结合实验；借助网络资源了解电磁学部分；通过动画、视

频辅助整机装配、检测、调试实训等教学。课程内容的选择上降低理论难度，突

出实际应用，注重引入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注重引入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教学实施以培养学生能力为本位，结合职业岗位需求以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 



   
 

改变评价方式，注重过程评价和工作态度等方面评价，促进学生发展。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掌握必备的电工电子技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后续课

程学习及终身学习奠定基础，了解电工学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关注科学技术的

发展。学习科学探究方法，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能运用相

关的专业知识、专业方法和专业技能解决实际问题。规范学生的操作过程，培养

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1．知识目标： 

认识常用元器件的图形符号、文字符号，知道常用元器件的特性、参数等。

理解电路主要物理量的概念、意义、表示、计算方法，熟练掌握求解电路的定理、

定律。了解交流发电机，知道交流电与直流电的区别，掌握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

了解 R-L-C串联电路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了解三相电源的特点及三相对称电路的

计算。了解变压器的作用，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正反向控制原理。认识整流电

路、放大电路的构成，知道整流电路、放大电路的功能及特征。熟练掌握数制计

数原则，知道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的区分，知道基本逻辑关系的概念、区别、表

示等，熟练掌握基本门的逻辑功能、表示方法。 

2.技能目标： 

能识读基本的电气符号和简单的电路图，能用多种方法计算直流电路参数。

会用表达式、波形图、相量图表示正弦交流电，能进行相互转换。会对晶体管放

大电路进行静态分析，会分析计算其开关工作状态参数。能说出运放的线性与非

线性应用条件、及对应特征，会计算简单的线性比例运算电路，会分析比较器应



   
 

用电路原理。会应用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计数，能进行相互转换。能熟练

说出基本门电路的逻辑功能、表达式，会进行逻辑运算，会画逻辑电路图，会用

波形图表示。会对简单的组合逻辑电路进行分析、设计。会手工焊接技术，会使

用常用电工仪表和电子测量仪器以及常用工具，会用仪器仪表检测元器件，能完

成简单电子产品的安装、调试、检测。会使用手册、说明书、网络资源等，查阅

信息、解决问题。 

3.素质目标： 

培养学生养成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积极思考的学习态度，养成理论联系实

际、探索创新的科学研究习惯。培养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及团队合作精神。重视

渗透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教育，养成良好的个人品格和行为习惯。 

三、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课程模块（或单元、

或章节） 
课程内容及要求 

活动与建

议 

参考 

课时 

1 

1.1电路概述 

知道电路的组成及其作用；理

解电路主要物理量（电流、电

压、电位、电动势、功率、电

能）的符号、单位；知道额定

值的意义；能判断电路的三种

工作状态，说出相应特征； 

以手电筒

电路为例

引入电路

模型，理

解电路的

组成及功

能。重点

解释电流

的形成，

电位的计

算。 

4 

1.2电阻及电源 

理解电阻定律、知道电阻与温

度的关系；熟练掌握欧姆定

律；掌握电阻的串并联特点，

讲练结

合、以练

为主 

6 



   
 

会计算简单混联电路的等效

电阻；了解电源的分类及特

性。 

1.3基尔霍夫定律 

熟练掌握基尔霍夫电流、电压

定律，会应用支路电流法计算

电路。 

讲 练 结

合、以练

为主 

4 

1.4电路定理 

会用叠加定理计算线性电路；

会用戴维宁定理表示有源线

性二端网络，及计算电路。 

讲 练 结

合、以练

为主 

4 

2 

2.1 正弦交流电的

基本概念 

会用表达式、波形图、相量图

表示正弦交流电，能说出正弦

交流电的三要素 

引入虚拟

软件，规

范作图 

4 

2.2 单一元件的正

弦交流电路 

理解纯电阻、纯电感、纯电容

电路电压与电流的关系；会画

相量图 

引入虚拟

软 件 实

验，注重

分析，识

记特征 

2 

2.3 正弦交流串联

电路 

会用相量图计算 RLC串联电路

的电压、电流、阻抗的大小，

会分析电路性质，了解功率的

计算 

能正确画

相量图，

重点分析

电压、阻

抗、功率

三角形 

6 

2.4三相交流电路 

知道对称三相电源的特点，理

解三相四线制的电压特性，了

解对称负载的功率计算。培养

学生安全用电常识。 

注重三相

负载与电

源的接线

图分析 

4 

3 
第 3 章磁路与变压

器 

了解磁性材料的磁性能；知道

变压器的作用；了解特殊变压

器的特性。 

介绍为主 

2 

4 第 4 章 电动机及 了解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 引入虚拟 4 



   
 

其控制 原理；了解常用低压电器的特

性；理解正反转控制电路的动

作过程。 

仿真软件，

介绍为主 

5 

5.1 二极管 

掌握二极管的伏安特性；理解

整流电路的工作原理；了解稳

压管、发光管等特殊二极管的

特性及应用。 

侧重识读

实物、理解

特性、学会

应用 

4 

5.2三极管 

了解三极管的结构，理解其电

流放大特性，理解三极管的三

种工作状态；会画直流通路，

会分析计算固定式偏置放大

电路的静态工作点。 

侧重三极

管处于开

关状态的

静态计算，

理解三极

管的驱动

功能 

4 

6 
第 6 章 集成运算

放大电路 

理解理想集成运放的特性；会

计算线性比例放大电路；了解

比较器的传输特点。 

讲练结合，

以练为主；

引入实际

电路解释

比较器应

用。 

4 

7 
门电路与组合逻辑

电路 

理解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

制计数及相互转换；理解与、

或、非逻辑关系，熟练掌握门

电路（与、或、非、与非、或

非、同或、异或）的逻辑符号、

逻辑表达式、真值表、波形图、

逻辑功能，了解组合逻辑电路

的分析与设计。 

讲练结合，

以练为主。 

12 

8 电子产品装调实训 

学会手工焊接技术、会使用万

用表、示波器等常用仪器仪

引入项目，

设 计 项 目

任务书。 

28 



   
 

表。了解电子产品生产技术文

件，了解电子产品的生产过程

及管理。掌握整机电路的工作

原理，会调试、检测产品。学

会撰写技术报告。  

 

四、实施建议 

（一）教学建议 

1.直流电路的学习重点是计算电路，通过讲练结合手段促使学生灵活掌握求

解电路的方法，特别是探究一题多解以培养学生深刻理解电路的思维。 

2.交流电路的学习重点是理解交流电路的多种表示方法，并将照明电路引入

教学，注重解释日常用电现象，以及培养学生安全用电意识。 

3.磁路、变压器、电机与拖动部分的教学可以借助信息化手段，给学生资源

利用课余时间自主学习。 

4.电子技术的学习重点是理解单元电路的功能，了解其工作原理，需要引入

实验、引入仿真教学，采用理、实、虚结合的教学模式。 

5.实践环节应设计整机产品，任务量适中、包含电路模块丰富、最好有音视

现象，让学生熟悉电子产品装配、调试、检测等完整流程。 

 

（二）教学评价 

本课程评价重在考查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群）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电工电

子基础识和基本技能，建议包括结果评价与过程评价两部分。结果评价以理论试

卷考核为主，考查专业知识及综合能力；过程评价包括学生作业、课堂表现、平



   
 

时测试、实训，采用教师评价和学生自评、互评相结合方式，重在考查学生的学

习态度、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目标评价与管理办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整机装

配实训引入行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的考核标准，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 

（三）教学基本条件 

从事本课程教学的教师应熟悉电工基础、电子技术、电机学等学科知识，

具有开发电子产品整机装配项目课程的能力，有实施电子产品整机装配项目教学

的能力，有信息化教学资源开发、整合和应用能力。 

实验室应配置足够的工位（2 人一组），手工焊接工具，仪器仪表（万用

表、低频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 

（四）教材选用与编写 

1.教材选用建议 

    为了让学生掌握职业岗位工作所需的技术知识，顺利实施职业技能训练，

应选用近几年出版的全国优秀的高职规划教材，采用项目驱动式的编写思路为宜。 

参考教材： 

《电工学》（编者：曹建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6月第二版） 

     2.教材编写建议 

（1）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教材。 

（2）教材内容应体现先进性、实用性、趣味性，列举的例题（引入的案例）

要科学，内容要反映新技术、新工艺，具有可操作性；呈现方式要图文并茂，文

字表述规范、科学。 

（五）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 常规教学文件：授课计划、教案、讲稿、教学课件、实训任务书等资料。 

2. 网络资源：借助仿真软件，构建理、实、虚一体化教学环境，建设教学



   
 

空间，方便学生在线学习、下载资源、学习讨论。 

   

六、其它说明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如没有，此项可不写。 

 

 


